
日照市公安消防支队提供强有力消防安全保障

斗斗败败火火神神！！一一昼昼夜夜鏖鏖战战九九仙仙山山火火
本报记者 李玉涛 彭彦伟

5月6日12时09分，在九仙山景区老母阁景点处一车辆发生自燃，引发山火……
今年以来，日照市公安消防支队成功扑救多起火灾事故，救援一起原油槽罐车泄露

事故，为建设海洋特色新兴城市、实现“一个率先、五个日照”目标提供了强有力的消防
安全保障。记者通过专访支队相关负责人，为读者还原两次惊险的灭火行动。

火患猛于虎！消防官兵的思
绪又回到了今年年初的一起棉
花货车火灾。

今年2月24日(农历正月二十
五)21时13分，位于日东高速日照
收费站西100米处，一辆满载着
棉纱制品的大货车突然起火。

事故发生12分钟后，日照市
公安消防支队海曲路中队4辆消
防车20名官兵到达现场。现场火
势正处于猛烈燃烧阶段，着火的

货车散发出滚滚的热浪，不时响
起轮胎的爆炸声。

中队指挥员立即下达作战
命令：立即组成警戒小组对火场
100米范围内实施警戒，疏散拦
截周围车辆；两辆大型水罐车出
三支水枪，一支水枪扑灭油箱周
围和轮胎的明火，另外两支水枪
全面控制燃烧货物的火势。

21时55分，特勤中队2车13人
赶到起火现场，接受战斗命令。

在起火车辆东侧出一支水枪，与
海曲路中队水枪阵地形成夹攻
之势，一起对火势进行压制。22

时29分，现场火势得到基本控
制，随即在车辆北侧架起两把拉
梯，中队指战员登到车顶对车上
货物进行灌注浇水，随后现场指
挥部调来一辆工程车，对还在燃
烧的货物进行拖拽分离，逐片消
灭残余火势。

这些只是今年日照市公安

消防支队成功扑救多起火灾事
故的一个缩影。今年，支队将深
入推进消防责任体系、社会管理
创新、队伍思想作风、部队基层
基础“四个建设”，努力打造“阳光
消防、智慧消防、诚信消防、和谐
消防”、“清廉消防”队伍，确保火
灾形势持续稳定和队伍管理安
全稳定，为建设海洋特色新兴城
市、实现“一个率先、五个日照”目
标提供强有力的消防安全保障。

相关新闻

日照市公安消防支队:

去年保护财产过亿

本报记者 李玉涛 彭彦伟

日照市公安消防支队下辖 6

个大队、9 个中队。2013 年，全市公
安消防部队接警出动 2254 次，出
动官兵 26001 人次，疏散抢救遇险
人员 693 人，保护财产价值 1 . 0350

亿余元。
去年以来，日照市公安消

防支队立足实战需求，不断改
进训练方式方法，完善实战训
练操法和等级作战力量编成，
深入开展了“大练兵、大培训、
大熟悉、大演练、大比武”活动，
坚持专业化、实战化、科学化训
练，连续两年在全省基层指挥
员大比武中取得了第6名。

支队还成立了全市石油化工
消防安全管理和灭火救援专家组，
专题调研了中石油日东管线输油
站等 13 条输油输气管道消防安全
情况，修订完善了应急救援预案，
举行了全市石油化工火灾事故灭
火救援大型综合演练，有效增强了
部门协同作战的能力。

在消防装备建设方面，去年
完成了1986万元远程供水系统招
标采购工作，投入350万元购置了
多功能装备抢修车、移动供气照
明车消防车和供液输转车3辆战
勤保障车辆，对6辆城市主战消
防车所需的720万元进行了配套。
完成了对莒县、五莲县的消防装
备评估工作。

一一次次揽揽仨仨三三等等功功背背后后…………
本报记者 李玉涛 彭彦伟

莒县人民政府日前做出表
彰决定，为莒县公安消防大队
记集体三等功一次，大队长辛
本顺、教导员钱善高分别记个
人三等功一次，以表彰莒县公
安消防大队在全县消防工作中
做出的突出贡献。

2013 年以来，莒县公安消
防大队积极作为、勇于担当，开
展 了 火 灾 隐 患“ 大 排 查 大 整
治”、“清缴火患战役”，连续检
查单位及重点安全部位 1 4 0 0

多处，整改火灾隐患 1 3 0 0 余
条，工作力度大，社会反响好，

净化了全县消防环境。
在急难险重任务面前，全

体消防官兵冲锋在前、不怕牺
牲。特别是在“ 2 . 1 2 腾胜化工
火灾扑救”、“ 3 . 16 工地脚手架
坍塌事故救援”、“ 4 、24 商铺火
灾扑救”等灭火救援行动中，英
勇作战，科学施救，涌现出了临
危不惧、勇救被困群众的马志
鹏等模范人物。

“其实都是我们分内的工
作，得到这个荣誉，说明我们的
工作得到了认可，但同时对我
们来说也是一种鞭策。”莒县公
安消防大队大队长辛本顺说，

“同时获得三个三等功，这种高

规格的奖励近年来也是很少见
的。”

莒县公安消防大队在重点
企业分类管理、企业集团标准化
管理和农村消防等方面都做了
众多创新，并取得了显著成效。

“我们把重点单位按行业
进行分类管理，针对不同行业
的特点，制定不同的火灾防控
措施。”辛本顺说，例如石化行
业，针对其一旦发生火灾危险
性就很大的特点，要求各单位
建立自己的消防服务体系，大
队重点监督。针对学校、医院等

人员密集的场所，防控火灾就
要做到保证人员能迅速疏散，
消防栓等灭火工具随时检修，
确保随时能用。

从去年开始，消防大队已
挂牌整改1 0处重大火灾隐患。

“有的地方改造起来很难，有些
单位不配合，商户不愿意弄，但
我们宁当恶人，不当罪人。”辛
本顺说。

消防队员作为一个特殊群
体2 4小时随时待命，即使在休
息时间如果没有特殊情况也不
能随便离开单位，让他们在紧

张的工作中也能得到放松也是
事关消防战士们健康成长的重
要问题。

教导员钱善高负责大队警
营文化建设。“莒县大队官兵出
警多，尤其辛苦，工作之余没有
丰富的警营文化生活，很难舒
缓工作压力。”为此，大队经过
多方协调，高标准建成莒州警
营文体中心，成为小伙子们暇
余时间首选去处。

文化中心内有篮球、羽毛
球、乒乓球，还有书画、棋牌、乐
器等。“战士们大多都是 2 0 多
岁的小伙子，培养一个好的兴
趣会让他们终生受益。”他说。

5月6日12时09分，在九仙
山景区老母阁景点处一车辆发
生自燃，引发山火。九仙山周边
共有大型饭店、宾馆3个，另有
特色饭店20余个，村庄数量2

个，人口达300人左右。一旦火
灾大规模扩散蔓延，将严重威
胁附近宾馆、村庄的安全，对九
仙山旅游业的发展也将造成无
法估量的损失。

13时40分左右，五莲消防
大队出动力量到达现场，发现
轿车已没明火，但是引发周围
山火，由于当天风力较大，导致
山火迅速蔓延。

九仙山山林茂密，山谷重
叠，山路陡峭，海拔在200米至
1000米之间。山上植被茂盛，以
松树为主，地面落叶常年堆积，
厚度达30至50厘米，容易形成
树冠火、地面火和地下火共存
的情况。

15时10分，支队路军政委和
梁启军副支队长到达驻守阵地，
根据现场情况，及时调整力量部
署，命令水枪阵地转移至东侧风
水岭停车场，单干线出两支水枪
控制风水岭附近火势。

18时25分，东港大队、山海
天大队、特勤中队3辆消防车25

名官兵，在王程参谋长的带领
下，作为第一批增援力量到达
情侣峰。23时，支队又调集开发
区大队、山海天大队、特勤中队
3辆消防车23名官兵作为第二
批增援力量于7日凌晨1时陆续
到场。

随后，消防官兵迅速抢占
孙膑书院阵地、靴石村阵地、情
侣峰阵地。7日11时，经过连续
23小时的奋战，山区火势基本
得到控制。按照现场指挥部统
一部署，7日18时至9日16时，现
场五莲大队灭火力量与东港大
队灭火力量一同对山火现场实

施监护，防止残火复燃，期间共
扑灭有规模残火3次，小火无
计，9日16时东港大队撤离现
场，五莲大队继续监护。

10日17时左右，驻守力量
得到通知：整个山区普降大雨，
山火已无复燃可能，可以撤回。
所有参战力量才全部撤离现
场。

此次山火扑救中，参加战
斗的所有士兵克服了地形险
要、道路不熟、视线不清、浓烟
熏、烈火烤的困难，冒着随时都
有掉下悬崖的危险，与大火展
开了殊死搏斗。

>>连续奋战23小时与山火殊死搏斗

>>3小时全力扑救棉花货车大火

莒县公安消防大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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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中飞人 通讯员 焦洪刚 摄

火海英雄 通讯员 许加文 摄 搏斗火魔 通讯员 王程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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